
侧

记

详见2版

争当新时代奋斗者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国新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在三亚各区各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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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 12日电（李国利、邓
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12日透露，执行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三
运载火箭完成了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日前已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据介绍，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将与先期
已运抵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
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
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正式开通

新华社海口 4月 12日电（记者 王存福）4

月 12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开通仪式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举行。

据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是以省为单位申报建设的专用通

道，服务覆盖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等 9个园区，是以园区企业为服务对

象，旨在提升企业国际互联网访问体验的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史德年

表示，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试，海南自由

贸易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至全球大部

分区域性能均得到显著提升，专用通道的全

球网络平均时延和平均丢包率较非专用通道

分别降低 12.84%和 89.54%，可为网页访问等

常用国际互联网业务提供更优质的用户体

验。特别是专用通道至东南亚方向的平均时

延降低 44%；至东南亚、大洋洲等方向的平均

丢包率低于 0.5%，主要性能指标与韩国、日

本、新加坡等国家相当。

仪式上，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的三大

建设主体海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联通分别

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

业进行首批专用通道用户企业签约。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4月 12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赴
南新居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农垦
改革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农村工作
的决策部署，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推进城乡及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

努力将三亚打造成为全省垦地融合
发展的示范区。

周红波先后来到南新居、南田居
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实地了解垦区社
会服务均等化、居“两委”换届选举等
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全市新一轮
农垦改革、垦地融合，以及在改革中

推进南繁产业发展等情况的汇报。
周红波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理念，推动垦地规划、土
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管理
等进一步融合，推动垦区振兴、垦
地共赢。要建立推行务实顺畅的协

调机制，围绕产业发展和空间规划
一体化等问题定期沟通交流，及时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要以历史和发
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尊重历
史、先易后难原则，依法妥善处置
历史遗留问题。要以居“两委”换
届选举为契机，全面加强党的组织

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
领作用，做好垦区社会职能属地化
改革后续工作，提升垦区社会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业侨，市领导王利生、周俊、吴清
江、陈跃分别参加调研及座谈会。

周红波赴南新居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农垦改革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推进垦地一体化协调发展 打造全省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

本报海口4月12日电 4月 9日
至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
主席苏辉率台盟中央2021年度民主
党派重点考察调研组来琼，就“建设
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助力构建新
发展格局”开展考察调研。4 月 10
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在
海口拜会了苏辉，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参加拜会并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洋浦、琼
海、文昌等地详细了解海南建设高
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助力构建新发
展格局情况。

4月 9日下午，调研组召开座谈
会听取工作汇报。副省长倪强就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介
绍，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围绕调研
主题作汇报。

苏辉充分肯定了海南在自贸港
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她说，中共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
的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近年
来，海南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贯彻落
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不断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
新成效。她强调，此次台盟中央来

琼调研是对海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
展的学习之行，是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之行，是助力自贸港加快建设之
行。要在调研中深入实地考察，梳
理好的经验做法，认真汇总调研成
果；深入了解台商参与自贸港建设
的情况，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琼台
合作，为台商台胞创业投资发展搭
建平台；加强对策研究，为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提出具有全局性、务
实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献计出力。

沈晓明在拜会时对苏辉一行表

示欢迎，对台盟中央长期以来给予
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
示，近年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紧扣“三区一中心”战略定
位，蹄疾步稳推动自由贸易港建
设，房地产调控成功闯关，市场主
体大幅增长，实际利用外资连续三
年翻番，干事创业氛围日渐浓厚，
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琼台两地
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双
方合作基础良好，发展前景广阔。
海南将进一步发挥优势、创造条
件，深化与台湾在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也热忱欢迎广大台湾企
业和同胞来海南投资兴业、创新创
业，积极参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希望台盟中央一如既往关心
支持海南，推动琼台合作再上新台
阶。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等参加调
研和拜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苻彩香，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
省政协副主席李国梁，省政协秘书
长陈超参加拜会或陪同调研。

（沈 伟）

苏辉率台盟中央调研组来琼调研
沈晓明冯飞拜会 毛万春陪同

新华社北京 4月 12 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大
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尽最大努
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
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缓解住房
困难。

记者 12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获悉，近日该部门召开保障性租赁
住房工作座谈会。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副部长倪虹说，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各地要充分认识发展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重要意义，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州、
南宁等 6 个城市政府及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倪虹
强调，城市人民政府要把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
房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人口流入多、房价较高的城市，

要科学确定‘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
房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落实年度建
设计划，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融
等政策支持，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
道供给。”他指出，要积极利用集体建
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
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
建设和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坚持小
户型、低租金，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
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
人员等群体缓解住房困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4月 12
日晚，2021 年三亚市庆祝海南黎
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系列活
动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在天涯
海角景区广场举行，黎族苗族同
胞与八方宾客，共同欢庆这一年
一度的盛大节日。

海南省民宗委副主任彭家典，
三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正光，
三亚市副市长、“三月三”节庆活动
组委会主任王东，三亚市政协副主
席蒋明清等领导以及三亚市离退
休干部代表共同观看了晚会。

王东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

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

平显著提升。当前，三亚正处在勇

当自贸港建设排头兵、打造新标杆

的历史新起点，民族地区将迎来一

个大的发展机遇，各民族要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三亚建设

好，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好，把

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再推上

一个新的大台阶。

在现场观众热情洋溢的掌声

中，“黎苗儿女颂党恩，民族精神

映天涯”主题文艺晚会在《与时

代同锦绣》短片中拉开帷幕。随

后，黎族歌曲串编《黎苗嗨喜来》
《相 聚 三 月 三》，苗 族 原 创 歌 舞
《亲爱的苗乡》、广场舞风格原创
舞蹈《快乐转刹》，壮族黎族融合

歌舞节目《刘三姐遇上鹿回头》
等节目精彩呈现，欢快的舞姿、
甜美的歌声、和着喜庆的音乐，
让现场响起一阵一阵掌声。

整场晚会通过情景剧的模式
将 各 个 节 目 串 成 一 条 线 ，“ 视
频＋故事+歌舞”的叙述方式创
意无限、层层推进，民族风情浓
郁、编排精心细致，演员们身着少

数民族服饰在舞台上动人演绎，
把黎族苗族同胞的那种勤劳勇
敢、朴实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整场晚会
为广大市民和国内外游客呈现了
一场民族风视听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主题晚
会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不仅节
目以原创为主，真实展现三亚当

地黎族苗族风情，还邀请广西壮
族、瑶族的同胞共同参与到晚会，
共同感受“三月三”节日之乐。

本次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
由三亚市政府主办，三亚市委统
一战线工作部、三亚市民族事务
局、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
理委员会承办。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旗下的全媒体矩阵，包括电视
新闻综合频道、现场云、三亚日报
微信公众号、三亚广播电视台微
信公众号、三亚新闻网、大三亚客
户端、三亚日报微博、三亚广播电
视台微博、三亚第一民生抖音号
等同步进行现场直播。

三亚“三月三”系列活动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昨晚举行

歌声袅袅唱响民族情 舞姿翩翩奋进新时代

Sy民族团结进步

开场融合表演《黎苗眺望》，展现了少数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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